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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656        证券简称：ST 勃达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张宏伟、闫素玲、张妍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填写 

姓名 张宏伟、闫素玲、张妍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1、张宏伟先生，男，出生于 1966

年 3月。2009年 4月至 2015 年 7

月，任职于河南勃达微波设备有限

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4

年 12月至今任郑州芝麻开门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 7月

至 2018年 6月，任职西藏勃达微波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

表人。2018年 7月至今，任职于河

南勃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高管人

员。 

2、闫素玲女士，女，出生于 1968

年 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2012年 5月至 2015 年 6

月，任职于河南勃达微波设备有限

公司，任副总经理；2013 年 6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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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月，任职于河南元上高

温设备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5 年 7月至 2018年 6月，任职

于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18年 7月至今，任职

于河南勃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高

管人员。 

3、张妍女士，女，出生于 1990年

1 月 28日，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9年 6月至 2015 年 7

月，任职于河南勃达微波设备有限

公司，期间于 2009年 9月到 2011

年 7月就读于郑州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2014年 12月至今任郑州芝麻

开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7月，勃达微波股份成立后，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2016 年 5

月辞去公司董事职务，2016 年 7月

份辞去总经理助理职务，2016 年 7

月 13日至 2018年 6月，任职河南

勃达微波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18年 7月至今，任职

于河南勃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高

管人员。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河南勃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

售及维修；采暖系统安装服务；制

冷设备研发及制造；干燥设备研发

及制造；空调设备、通风设备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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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安装服务；设备外形设计；新能

源器具研发及制造；新能源技术研

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热泵产

品、水处理设备研发、制造及销

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创新创业科技园

11 号楼、12号楼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河南勃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

司是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本次变动前，张宏伟持有西藏勃达微

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7.6065%的股

份，闫素玲、张妍与张宏伟同为公司一

致行动人，闫素玲持有公司 1.2963%的

股权，张妍持有公司 0.3004%的股权。 



公告编号：2018-074 

4 
 

张宏伟与闫素玲是夫妻关系，张妍是

张宏伟与闫素玲的子女。按照相关法

律，夫妻共有家庭资产。  

资产关系 有 

张宏伟与闫素玲是夫妻关系，张妍是

张宏伟与闫素玲的子女。按照相关法

律，夫妻共有家庭资产。 

业务关系 无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张宏伟、闫素玲、张妍；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张宏伟、闫素玲、张妍 

股份名称 ST勃达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权

益

35,869,100

股 ， 占 比

49.2032% 

直接持股 34,705,100 股，占比 47.6065%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1,164,000 股，

占比 1.5967%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92,275股，占比 6.025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476,825 股，占比

43.1781%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合计拥有权

益

直接持股 17,605,100 股，占比 24.1497% 

间接持股 0 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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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

后） 

17,869,100

股 ， 占 比

24.5118%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64,000 股，占

比 0.3621%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92,275股，占比 6.025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476,825 股，占比

18.4867%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有 

收购人是通过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获得勃达

微波的股权，收购人无需履行其他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收购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之后，可以申请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至中国结算办理强制过户手续。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本次权益变动，是珠峰投资、智盈投资在张宏伟无

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以质押的勃达微波股份折

价抵偿的方式，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利用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支持、协调被收购人改善

经营管理，摆脱当前的经营困局，促进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运营质

量，实现公司提升综合竞争力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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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宏伟、闫素玲、张妍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四、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1697 号】：共青

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

宏伟名下的股权 900万股（占总股本的 12.3457%）(证券账户 0189432326，

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

偿张宏伟个人部分借款。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官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

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补发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4563 号】：西藏

智盈投资有限公司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宏伟名下的股权 7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9.6022%）(证券账户 0189432326，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

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偿张宏伟个人部分借

款。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官网（官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补发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沪 0104民初 14564 号】：西藏

智盈投资有限公司以执行法院裁决的方式增持股东张宏伟名下的股权 110

万股（占总股本的 1.5089%）(证券账户 0189432326，证券名称为西藏勃达

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增持股东闫素玲名下的股权

90万股（占总股本的 1.2346%）(证券账户 01894352159，证券名称为西藏

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为 834656)，用于抵偿张宏伟个人部

分借款。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官网（官网（www.neeq.com.cn ）的《西藏勃达微波装备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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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五、其他重大事项 

（一）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

格、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

情况 

因为股权划转是执行法院裁决，原股东与

收购方是通过法院调解方式达成的一致意

见，所以双方是充分了解的。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原控股股东张宏伟及一致行动

人闫素玲、张妍存在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的情况，公司已经按照

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详情

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关

于追认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7-107 号）及《关

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报

告说明》（公告编号：2018-043

号）。 

 

（二）其他重大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4563号民事调解书； 

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4564号民事调解书； 

4、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民初 11697号民事调解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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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宏伟、闫素玲、张妍  

2018年 8月 6日  

 

 


